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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通讯员 邵 刚

2018年袁 韶钢新增设备编码同比
减少 29.75%袁3年以上长龄备件库存同
比下降 29.94%袁 修旧利废完成全年指
标的 129.74%袁废旧资材处置完成全年
目标 429.64%袁 备件利库完成完成率
295.37%噎噎这些成绩的取得袁 都是通
过管理创新尧 改善一步一个脚印取得
的袁对此袁韶钢设备部备件管理主任师
李熙渊上图右一冤倍加珍惜遥

备件管理如同 野夹心饼冶袁上承生

产单位袁下为采购服务袁老做野防火墙冶袁
是一个难野管冶的活遥 干备件管理要保
证工艺设备精度袁保证设备良好状态袁
为生产稳产高产服务袁 李熙就是在这
里当备件野管家冶遥

物料编码袁就像物料的身份证袁物
料编码增多了袁说明采购的备件增多袁
库存多袁有风险袁这时就要对编码进行
约定袁严控成本袁还能防范廉洁风险遥
李熙和同事们一起袁 规范新增物料编
码袁约束采购要素遥 生产厂交上编码袁
严格核查是否可以新增袁 如果已有库

存或有相同备件替代袁就不能新增遥某
单位药剂到货核对信息时袁 粗看差不
多袁但还是逃不过李熙的野火眼金睛冶袁
他发现其中某元素成份含量多了 2%遥
不按采购标准要求供货袁 使用时肯定
影响生产袁结果给李熙退了回去袁因为
存在采购风险遥一阀门采购计划袁生产
厂将编码交上袁一看袁需要不锈钢且耐
高温的遥 李熙凭专业知识觉得应该是
野高配冶了袁为避免野误伤冶袁他第一时间
到现场查看确认袁 其实用普通阀门即
可袁又实惠袁又好用袁用两三年没问题遥

备件管理看似管的是备件袁其实还
有一个观念问题遥 过去袁各单位普遍存
在野家有余粮袁心中不慌冶野不多备些袁出
了事怎么办冶等思想遥 李熙却认为袁备
件是用的不是存的袁不是越多越好袁可
备可不备的就一律不备遥 有了备件后袁
还不能放松日常管理袁李熙定期到各单
位机旁库检查袁老给人野找茬冶遥 保管不
善袁该涂油的没涂油袁该摆放好的没按
照要求摆放袁这些小毛病袁李熙一个也
不放过遥

轴承按照要求要有油纸包住袁可
是油纸呢钥 不翼而飞浴 有些备件袁东西
在眼前袁可是没贴上账物卡袁成为野黒
户冶袁那怎么行钥 TRT转子有特殊保管
要求袁不然几百万元的关键设备性能和
精度就受影响噎噎这些问题袁 全部拍

照袁通报批评袁限期整改浴 整改完袁李熙
继续跟踪袁改善不好不放弃遥

李熙和同事们搞了一个月度尧季度
备件管理排行榜袁做得好坏袁一目了然遥
一次袁李熙心生疑问袁为什么特棒精整
检测备件一直在出库钥 到现场看了袁原
来是使用时老撞坏遥损坏率怎么降钥李
熙和生产厂商量改进措施袁 后来改善
了遥 野我既要严格审核计划袁 又要结合
现场需要做事袁确实需要的不给买袁就
影响生产遥 冶李熙说袁他没有采购权袁但
有费用管控权袁用好权力袁责任大遥

有效改善长龄库存备件现状是李

熙和同事们工作中的一大亮点遥 李熙
和同事们组织各生产单元室主任带队

共计 124人次参与备件中心库现场鉴
定袁 历经两个月对长龄备件进行现场
逐项核实袁摸清了家底袁结果袁长龄备件
库存逐年递减遥 对比铁矿尧煤炭大宗物
料袁备件采购费用不算多袁但全韶钢备
件编码有十多万条袁管理难度大袁影响
面广袁强调计划性袁强调严格管控袁强
调现场检查袁 强调工艺服务就成为必
然遥 一叶而知秋袁同样袁从备件管理就
知道韶钢基础管理水平遥

既要改革创新袁更要持续夯实基础
管理袁李熙是备件野管家冶更是基础管理
推动者遥

精打细算的备件“管家”
要要要记韶钢设备部备件管理主任师李熙

姻通讯员 王尚明 报道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袁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组织工作会
议尧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袁按照宝钢股份党委统一部署袁日前袁
梅钢召开 2018年度二级单位党组织书
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会遥

述职会以 野述-问-评-测冶 方式进
行袁7 位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作了现场
述职袁汇报 2018年抓基层党建工作履职
情况袁 查找出存在的问题袁 分析问题原
因袁并制订相应整改措施遥

会议指出袁 本次党组织书记抓党建
工作述评考会议袁 体现了 野三个更加突
出冶的特点院更加突出政治建设袁充分反
映了党组织书记在工作中坚持把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袁坚决落实野两个维护冶袁坚决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曰更加突出从严治党袁党组织书记对照
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任

务尧 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等开展了自
查袁并做了针对性的汇报袁体现了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落地的决心袁 有助于
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曰 更加突
出责任担当袁 述职的党组织书记做到了
以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的要求来开展

问题查摆尧原因分析袁下一步工作思路也
具有一定针对性袁 体现了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 野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
的政绩冶的工作要求袁体现了党组织书记
的责任担当遥

会议强调袁 要提高党建工作质量袁落
实全面管党治党责任袁必须扎实开展好以
下三项工作院一是要进一步学习贯彻好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袁要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
求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政治

责任和首要任务袁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袁组织好野三会一课冶专题学习袁不
断往深里走尧往实里走尧往心里走曰要把学
习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尧同生产经营重点
工作结合起来袁做到学以致用袁务求实效遥
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党建责任制落实质量袁
要增强主体责任尧 第一责任人尧野一岗双
责冶意识袁切实履职到位袁提升党的政治建
设质量袁党委把方向尧管大局尧保落实的质
量袁基层党建质量袁以及落实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的质量遥三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建工
作价值创造袁要紧紧围绕公司和本单位的
生产经营改革发展中心任务袁 找准切入
点尧结合点和发力点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袁
切实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尧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袁以企业发展的成
果检验党建工作质量遥

梅钢开展二级单位
党组织书记抓基层
党建工作述评考

姻特约通讯员 杨 涵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袁 根据集团公司党委
部署要求袁宝钢德盛召开 2018年度党支
部书记现场述职评议会遥 4名党支部书
记进行了现场述职袁并现场进行了野述-
问-评冶遥 这是宝钢德盛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袁 进一步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
实袁 促进党支部书记履行抓党建工作第
一责任人职责袁推动基层党建质量提升
的一项重要举措遥

会上袁4 名基层党支部书记聚焦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尧 落实全国国有
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任务尧 提高基层
党支部建设质量尧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
任等重点袁 汇报了抓基层党建的主要方
法和取得的成效袁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及
产生的原因袁 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

的思路措施遥随后袁公司党委领导及基层
代表对述职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现场提

问尧点评袁同时也对进一步深化基层党建
规范化工作袁进一步创新党建工作方式袁
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等方面提出了进一

步要求遥
会议强调袁 各党支部书记要认真梳

理个人查摆尧 领导点评和参会代表评议
指出的突出问题袁列出问题清单尧责任清
单尧整改清单袁形成整改落实方案曰要亲
力亲为尧立行立改袁将整改落实列入本支
部 2019年党建工作计划袁把野认真冶二字
贯穿到整改全过程中袁 逐项抓好整改落
实袁做到完成一个尧销号一个遥 各位党支
部书记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袁 牢固树
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袁 充分认识抓好
基层党建的重要性尧紧迫性和严肃性袁切
实担当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袁把
全面从严从实抓好基层党建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遥

宝钢德盛扎实推动
基层党建质量提升

日前袁宝钢股份宝山基地制造管理部举行野智造杯冶新春拔河比赛袁四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袁最终野检化验中心冷轧尧热
轧区域冶联队获得冠军遥 通过拔河比赛袁既锻炼了身体又能让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中遥

记者 张 勇 特约通讯员 杜毅铭 摄影报道

如今的我对于故乡袁 像是来去匆匆的
过客袁 工作的缘故让我每次只能短暂地停
留袁 但这不妨碍我沉醉于家乡芜湖半城山
半城水的神韵中遥 因为那儿有野天门中断楚
江开冶的诗情袁有赭塔晴岚尧双流夕照的画
意曰 那儿有镜湖细柳尧 陶辛水韵的婉约柔
美袁有赤铸青峰尧马仁云壁的豪迈不羁曰那
儿有千年米市的繁华袁有鸠顶泽瑞的时尚曰
那儿有冠绝全国的长江大桥袁 有热闹非凡
的步行街袁有回味无穷的特色小吃袁更有让
我魂牵梦绕的父母的唠叨与牵挂遥

家乡袁 这个背山面水的江南古镇见证
了生命的诞生与老去袁 写满了一页一页或
快乐或琐碎的日子袁 容纳了我们太多的回
忆与情感遥 虽然在这块留下我轻狂痕迹的
土地上袁小巷与老街已被车水马龙代替袁青
瓦白墙已被林立高楼代替袁 但依然不变的
是那半城山水袁 是那父母对在外游子的叮
嘱与关怀遥

离家多年袁我们被现实的纷扰埋没袁被
过高的物欲压迫遥 忙碌中很多我们以为一
辈子不会忘记的事被默默遗忘袁 我们忘记
了儿时的挚友袁忘记了年少的理想与抱负遥
但我们忘不了家乡野内诚于心尧外信于人冶

的精神袁忘不了那风光旖旎的半城山水袁更
忘不了含辛茹苦培育我们成人的父母遥

时光荏苒袁我已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袁面
对怀中的小生命袁 我感觉肩上的责任又重
了一分遥 我体会到为人父母的感觉袁我也要
像父辈那样撑起我们的家遥 我会带着我的
孩子去家乡鸟瞰奔腾澎湃的江水袁 去品味
江城芜湖独特的意蕴袁 去领略那如诗如画
的半城山水袁我会去抚摸父亲的皱纹袁去细
数母亲的白发袁
说一声野爸妈袁辛
苦了遥 冶

家乡老人常

说野芜湖孩子不
怕苦袁只是喝不
惯异乡的水遥 冶
我想是这半城

山水中独特的

家乡味让他们

无法割舍吧遥 半
城山半城水袁我
们的心中有的

是一份一生不

变的牵挂遥 悠悠

岁月中袁道不尽的是沧桑袁漫漫人生中袁忘
不了的是亲情遥

这个年袁又在异乡浴 梦里袁我仿佛又回
到故乡袁倚着古塔袁踩着江水袁耳畔依稀响
起野我家住在江之尾袁半城山半城水袁山中
楼宇高袁水边柳丝垂袁我家住在江之尾袁半
城山半城水袁古塔飘晚钟袁长桥沐朝晖袁半
城山半城水袁山山水水相依偎噎噎冶

渊作者单位院梅钢冤

醉在半城山半城水的神韵中
姻胡 俊姻刘 丹 徐 彪 刘 杨

有这样一个班组袁 安全对他们
而言袁是一项项制度落地袁是一条条
标准落实袁是一次次隐患消除袁是一
个个难点攻关遥 这个班组就是武钢
有限炼铁厂烧结分厂三烧作业区丙

班遥日前袁该班组喜获国家级安全管
理标准化示范班组荣誉称号遥

这个班组成立于 1989年袁多年
来袁 他们以建立本质化安全现场为
目标袁 逐渐摸索出符合自身特点的
野五维冶 管控模式遥 班组实现 29年
野零事故冶目标遥

制度管控遥班员亲身参与安全规
章制度的制订和修订袁形成野我的制
度我修订袁我的制度我执行冶良性氛
围遥 以野零容忍冶姿态狠抓制度落实遥

过程与风险管控遥 运用零事故
野一枪三板斧冶即行为观察尧虚惊提
案尧KYT尧手指口述袁形成闭环式过
程管控遥 开展皮带拉绳尧 安全护栏
等专项检查和野安全隐患随手拍冶隐
患排查活动袁 实行危险源点两小时
巡查制袁设置野巡检明星冶奖项袁确保

安全风险时时受控遥 2018年以来袁
班组成员共查改较大隐患 3项遥

重点管控遥 通过开展重点作业
项目安全攻关袁实施重点管控袁努力
降低作业风险遥自主研发的叶轧钢皮
安全洗槽法曳尧快速更换皮带机托辊
工具尧野火嘴两截式疏堵器冶 等方法
和工机具袁 有效降低了作业中的安
全风险遥 其中袁 更换皮带机托辊工
具要要要托钩袁获得国家专利遥

自我管控遥他们将野我是安全讲
师冶尧野虚惊提案有奖评选冶等特色安
全活动与传统的野练兵打靶冶尧野师带
徒冶有机结合袁有计划尧有步骤尧有目
标地提升职工安全综合素养遥 运用
网络尧多媒体等平台袁进一步拓展安
全培训通道袁 形成了日日记尧 班班
学尧月月考的学习氛围遥

群防群控遥党支部开展的野党员
身边无事故冶尧工会开展的野全员安
全自主管理冶 以及班组多年来倡导
的以野亲情文化墙冶尧野今天家人来岗
位冶尧野给爱人的一封信冶 为内容的
野安全亲情冶文化袁共同汇聚成安全
标准化管理创建中的高效合力遥

标准千百条，安全第一条

姻通讯员 李 呈 徐 伊 报道

本报讯 野我们不仅要珍惜岗位尧扎
根一线尧全力支持公司的决策部署袁还应
保持清醒的头脑袁勤学善思噎噎冶日前袁武
汉耐材召开专业技术人员座谈会袁来自基
层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畅谈体会尧展望未
来遥公司领导尧高工代表尧专业技术人员代
表以及青年员工代表参加了座谈会遥

会上袁 安全保卫部负责人刘守尧分
享了自己 27年工作的宝贵经历和经验袁
呼吁青年员工要感恩企业尧珍惜当下袁学
思践悟尧做好自己袁主动作为尧乐于协作袁
适应环境尧善于逐梦遥 高工代表尧维苏威
高级陶瓷公司质量经理龚仕顺鼓励大家

脚踏实地尧打好基础袁做到善于总结袁提
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管理理念遥 主任师
代表蔡长秀尧 青年员工代表徐炎明结合
工作经历袁 针对智慧制造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尧现场管理与智慧制造有机结合尧推

进团支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中肯意

见和建议遥
与会专业技术人员也结合岗位实际

进行了踊跃发言袁谈体会尧讲经历尧聊收
获尧述困惑遥同时袁针对员工激励尧人才培
养尧队伍建设尧库存管理尧质量管理等问
题提问袁 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了详尽
的答复遥

武汉耐材领导向与会的专业技术人

员介绍了 2018年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取
得的业绩袁同时从智慧制造尧对标工作和
精准管控三个方面强调了公司下一步的

重点工作遥
武汉耐材希望专业技术人员和青年

员工院一是不忘初心袁保持定力遥 坚持市
场导向袁牢牢抓住发展机遇曰二是正视差
距袁知耻而后勇遥 从小目标开始袁不断进
步曰三是解放思想袁勇于创新遥 在这个变
革的年代袁敢于跨界袁主动改变袁为大力
发展陶瓷基新材料而努力奋斗遥

武汉耐材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座谈

基层动态

姻通讯员 王中东 谢承军 报道

本报讯 2月 1日袁韶钢团委举行优
秀基层团组织创建评比发布会遥 会上袁
炼钢厂一设备单元团支部尧特轧厂机关
团支部尧炼铁厂高炉工序团支部尧工程
公司自动化事业部团支部尧检测中心化
学检测车间化学检测团支部尧物流部仓
储车间团支部尧特轧厂线材分厂团支部
等七个团支部发布了创建成果袁并回答
了现场提问遥

韶钢团委点评时表示袁各支部的发
布成果主线与亮点凸显袁 体现了党建

带团建的作用袁能结合生产经营实际袁
以创新创效为载体推进工作袁 注重建
设特色团组织遥 今年袁韶钢团委将继续
强化基层团组织建设袁推进从严治团袁
打造野一团一品冶袁促进基层团工作更
好开展遥

韶钢领导认为袁团支部发布成果聚
焦创新尧安全尧野三岗冶等工作袁体现了党
建带团建尧工团联建的成效袁希望广大
团员青年多读书袁积极参加学习尧大培
训尧大比武袁提升素质遥 希望广大团员青
年立足岗位成长成才袁为实现企业目标
贡献青春力量遥

韶钢团委发布优秀
基层团组织创建成果

芜湖中江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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